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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高开低走
想必当时那场天猫直播令

不少人大开眼界，350 台限量
Giulia Milano在33秒内销售一
空，仿佛买辆433800元的豪华
车就像买件“双十二”打折的衣
服那样简单。但之后的销量远
远不及预期，Giulia今年4月在
华销量159辆，5月404辆，6月
364 辆，3 个月销量不足 1000。
众多业内人士指出，阿尔法·罗
密欧压库严重，甚至出现降价
销售的情况，然而从销量上可
以看出，降价并不管用。

阿尔法·罗密欧曾提出要
在2018年达到全球40万辆的
销量，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显
然不容忽视，此次入华便是有
此意。但40万并不是一个小数
目，意大利豪华车销量之王保
时捷 2016 年全球销量 237778
辆，已属大数目。要知道，作为
目前阿尔法·罗密欧的销售负
责商玛莎拉蒂，去年全球销量
也不过4万多辆。可见，同店销
售的阿尔法·罗密欧担任的任
务是走量。从两者价格上也可
以看出区别，阿尔法·罗密欧
Giulia定价330，800起，而玛莎
拉蒂的“凤尾”Ghibli也要91.1
万元起。

虽然但阿尔法·罗密欧立
下了全球40万辆的雄心壮志，
但他们的全球执行官却并不着
急，在北美销量不佳的情况下，
Reid Bigland甚至说他“从来没
有幻想过 Giulia 能月销 4000

台。”对于一个刚刚入驻的新车
品牌，这位全球执行官对这个
销量已相当满意。可满意归满
意，中国市场的压库现象已说
明厂商对Giulia的市场表现力
判断有误。

为高姿态买单
作为一辆新车，阿尔法·罗

密欧的营销可以说是非常高冷
了。不管在大街上，还是社交应
用首页广告，都几乎看不到它的
身影，完全没有一辆新车该有的
宣传。阿尔法·罗密欧在华知名
度不如欧洲，情怀也不如欧洲浓
烈，在国内是名符其实的小众
车。小众车要销量，却又缺少营
销，显然原有目标很难达成。

中国人买车看设计、看品牌、
看配置、看价格。不可否认，阿尔

法·罗密欧的车非常漂亮，但毕竟
还是小众，而一般的消费者并不
会因其独特的设计付款。并且，
这价格已超过宝马3系和奥迪
A4，用相似的价格能够得到其他
BBA上层车型，何乐而不为呢？
再者，目前阿尔法·罗密欧在国内
并无其独立的销售商，小众就意
味着买车后的保修、保养并不便
利。车买来是要开的，如果车坏
了配件跟不上，修理时间过长，
到头来还是积灰。但如果单纯
阿尔法·罗密欧的驾驶体验，倒
可以入手一辆在赛车场驰骋，毕
竟作为曾经的“赛车届王者”，阿
尔法·罗密欧的弯道体验、操纵
性都非常优秀。

总之，这个在华知名度不
高的小众豪华车品牌，目前在
国内只能靠消费者的情怀收割

胜利果实。对他们来说，价高、
保养都不是问题。借用前阿尔
法·罗密欧香港地区总代理CEO
曾宇杰的一段话：“阿尔法·罗
密欧这部意大利汽车存在很多
质量问题，例如因为散热功能
不是很好而令发动机容易过
热，导致水箱中的水常常过热
沸腾，最终使得发动机死火，让
车主手足无措。但阿尔法有一
群忠诚的拥护者，他们包容这
些缺陷，因为他们不仅崇尚意
大利发动机的咆哮和怒吼，更
追求犹如脱缰野马般奔驰和势
不可挡的感觉。”

要扩大受众面，这款“平民
法拉利”要么增加营销，要么国
产化。再小众也要卖车盈利，
自摆高价格、少营销的高冷姿
态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丰田与马自达
深度合作协议

近日，为强化持续性合作关
系，丰田汽车公司与马自达汽车
株式会社签订了业务与资本合
作协议。

现今，随着环保、安全方面的
法规在全球趋于严格，新型汽车
种类的加速崛起及出行方式的多
样化，汽车行业迎来了巨大变革
期。在这一现状下，丰田与马自
达不仅需要强化各自擅长的技术
及事业基础，更需要通过业务及
资本合作的形式，强化合作关系，
共同直面并应对目前的变革时
期，以实现事业的持续性增长。

2015年 5月13日，为实现
“进一步提升汽车魅力”的共同
愿景，有效利用双方的经营资
源，实现双方产品、技术的互补，
发挥最大合作效力，丰田与马自
达签署了构建持续性合作关系
的备忘录。此后，基于构建平等
及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这一精
神，双方在各个领域探讨合作的
可能性。

此次合作的签署，双方就共
同推进“在美国设立生产整车的
合资公司”、“电动车的共通技术
研发”、“共同研发车载互联技
术”、“在先进安全领域的技术协
作”及“相互补充产品线”等内容
达成一致。

此外，为发展并加强长期合
作伙伴关系，同时寻求对等且相
互独立的可持续协作，双方就以
下事宜达成协议：丰田收购马自
达的第三方定向增发新股，从而
获得马自达的股份。同时，丰田
也将通过第三方定向的形式向
马自达出售自己的股份，双方均
持有同等金额的对方股份。

青年报 孙臣

阿尔法·罗密欧：高开低走陷怪圈
■资讯

青年报 孙臣

8月3日，第三届全球新能源
汽车大会未来汽车展在上海正式
揭幕。蔚来汽车、奇点汽车、开云
汽车、北汽新能源、吉利新能源、
腾势新能源等新能源整车在此展
示了自己的新能源汽车、电池组、
共享汽车等产品与服务。

由于电动汽车销量每年都
在增长，传统汽车向纯电动汽
车的转变已不可阻挡，在欧洲
甚至出台了关于日后禁止销售
燃油车的政策。

蔚来汽车联合创始人、副
总裁郑显聪认为，新能源汽车
（EV）发展势头良好，今年上半年
全球电动车的累计销量达到
449，817 辆 ，同 比 涨 幅 达 到
41%。预计，今年全球电动车的
累计销量有望达到 110 万辆，
预计在2025年，电动汽车的体
验将超燃油车。

体验将超燃油车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

Dominik Luczak表示，从历史的
发展进程来看，很多产业经过
15年的发展都会产生更迭。例
如手机产业的前15位玩家中，
只有三星、TCL 和 LG 三个老公
司，其他像是小米、中兴、华为
等公司都是后来者。而汽车产
业也有这一趋势，在目前的前
15大汽车集团中，也涌现出了
上汽集团这样的新玩家。

当然，汽车产业的变革要
慢一些，但是产业规模也要更
大一些。Dominik Luczak 认同
未来的汽车产业会发生的四大
变化——共享、网联、自动驾驶
（智能）、可持续发展（新能源），
并表示这四大趋势产生的新服
务新产品，在2030年会给行业
带来1.5万亿美元的新市场。

在蔚来汽车联合创始人、
副总裁郑显聪看来，这个时间
节点会更早一些，在 2025 年。
郑显聪表示，人类目前有大量
的时间被浪费在了通勤层面，
不管是社会还是对个人来说，
都是一种低效。

在郑显聪看来，到2025年
的时候，第一批L3，以及少量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就会实现
量产，从而100%的解决人类在
车内的时间。随着电动汽车电
池能量密度比和电池充电体验
相对加油的愉悦度的逐渐上
升，以及电池价格的不断下降，
电动汽车到2025年的时候，其
使用体验会超过传统燃油车。

重塑汽车产业链
新能源汽车或是电动汽车

（EV）时代，汽车供应链会发生三
大变化，一是核心部件发生了
重大变化。二是供应商与整车
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三
是，共享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精进电机CTO蔡蔚首先指
出，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的
核心部件已经变成了电池、电
机、电控三大部分，而传统汽车
则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动力控
制系统。在这个角度来说，汽
车产业之前的核心供应商的地
位会逐步下降，而像是松下、LG

等电池供应商，精进电机等EV
供应商企业的地位就逐渐开始
凸显。

奇点汽车CEO沈海寅则认
为，互联网思维也会给新能源
汽车领域带来新的变化，特别
是供应商与整车厂的关系层
面。沈海寅强调，传统燃油车
整车厂与供应商之间是一种弱
肉强食的关系，整车厂强势了
就蹂躏供应商，而供应商强势
了也会反过来蹂躏整车厂。但
在新能源汽车与电动汽车时
代，整车厂与供应商之间是一
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关系。

最后，在会议之外，本届
全球新能源汽车大会还配套
有一个以电动汽车为主的“未
来汽车展”，包括北汽新能源、
奇瑞新能源、江淮新能源、吉
利新能源、比亚迪、腾势、奇
点、云度、合众等整车厂，以及
EVCard、PonyCar等分时租赁公
司，和精进电机、上汽捷能、浙
江遨优等公司都展出相关的
产品与服务。

未来汽车展：电动车2025年将超燃油车

汽车界“叫好不叫座”的情况并不少见，今年刚入市的阿尔法·罗密欧就走入了高开低走的怪圈。
有媒体报道：近期已经有不少阿尔法·罗密欧的经销商拒绝从官方进货。相关数据显示，部分经销

商的库存指数已经达到3.0，严重高于正常0.8-1.5的数值。这个数字意味着，即便从现在起完全不进
货新车，经销商所持有的库存车也完全能够维持三个月的正常销售。

时隔数年重现江湖，阿尔法·罗密欧的神秘色彩令不少消费者着迷，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会因为
情怀为它买单。 青年报 于诗婕

Honda 中国发布
7月终端汽车销量

近日，Honda中国发布2017
年7月终端汽车销量。Honda品
牌以及合资公司自主品牌7月
终端销售汽车113,803辆，去年
同期比为 111.6%，创 7 月单月
终端销量的最好成绩。其中，广
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7月份终
端销量为53,954辆，去年同期比
为 105.1%；东风本田汽车有限
公司 7 月份终端销量为 59,849
辆，去年同期比为118.2%; 均创
7月单月终端销量的最好成绩。

2017年1～7月Honda品牌
以及合资公司自主品牌终端累
计销售汽车757,970辆，去年同
期比为117.6%。其中，广汽本
田汽车有限公司 2017 年 1～7
月终端累计销量为384,778辆，
去年同期比为111.0%；东风本
田汽车有限公司 2017 年 1～7
月终端累计销量为373,192辆，
去年同期比为125.3%。

Acura（讴歌）品牌7月终端
销量为1,074辆，去年同期比为
314.0%。2017 年 1～7 月终端
累计销量为7,573辆，去年同期
比为491.4%。 青年报 车键


